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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成果
與主任有約 
  / 靑年小聚活動

        於八月份匯集各團隊的想法與需求，邀請主
任與團隊進行會談，辦理一場「與主任有約」。
說明基地會以雙導師制度、每個月的業師輔導
會以及講座或工作坊回應團隊的行銷需求、商
業模式建立需求與創業經驗等，並鼓勵團隊參
與各項培育競賽，幫助每個團隊建立完善的公
司營運。

        緊接著九月份嘉義縣勞工暨靑年發展處與中
正大學創新創業基地為協助嘉義縣靑年或是有
創業想法 的創業家，舉辦｜嘉我好漾-靑年小聚
活動｜，透過多面向的課程、參訪、論壇及小
聚等共學方式，探索發展自我能力、創新設計
思考、了解產業趨勢及掌握時代脈絡，給予學
生、靑年展現自我創意及推廣團隊的機會。 

創新創業基地致力於培育學生團隊創業、舉辦各領域導師之教育訓練
及深化創新創業在地產業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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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活動前，嘉義縣勞工暨靑年發展處處長一行先行來訪，與副主任和組長為團隊建立社群聯
繫群組。在後續活動中，校內團隊與處長進行焦點對談，雙方激盪出更多想法，基地持續爭取提供
學生團隊多元的資源與機會，讓我們一起期待未來雙方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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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專欄 @bobo2021official

@bobocarestrays

loveforstrays
bobo
動物友善品牌

「如果想讓流浪貓狗問題解決，那就從源頭做起」
這是趙媽媽，收養著2000多隻流浪貓狗，是動
保處、農委會的認養排行第一名，每個月花費上
百萬在養著到處收養回來的流浪貓狗。
而趙媽媽錢從哪裡來？—「自己從積蓄裡掏腰包」

流浪貓狗問題來自於人，目
前最主要情況是早期人為棄
養、繁殖以及當時最主要解
決方式「零安樂」法規的修正
，導致了目前台灣處於流浪
貓狗越生越多，但民間資源
已經飽和的社會狀態。

在大環境下，政府將主要資源會投入於科技創新等項目，流浪貓狗所需資源絕大多
數還是從民間自願付出的人士中去提供，但這麼做，其實是不合理的。

bobo團隊發現此情況後，開始實地的去接觸狗園，並在了解完現況及根本問題後
，便開始著手規劃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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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們將手邊積蓄用來開發產品，透過產品來驗證整體運作商模，並產生金流
來一步一步達到目標。產品有乾洗手品類、防蚊品類以及寵物零嘴等，希望大家
可以在產品或是粉專上多給我們一些支持以及回饋，讓我們可以學習改進，並更
努力去讓整個社會可以更好。

bobo團隊有著北醫藥學及植物研究相關
背景的研發技術人員、中正資訊科技領
域的人員，將著手於透過「產品、科技、
服務」三領域來改善救助者的資源現狀，
我們相信只要讓救助者的資源狀況更好
，流浪貓狗的問題就會改善的更快，社
會就會更好。

我們知道社創領域在找資金方面上是相
當困難的，也並非是現在當紅的創業項
目，但既然都選擇要創業了，那就挑一
份做的時候很開心，做完的時候更開心
的項目來堅持以及努力。

團隊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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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榜

入圍(10月決賽)110年經濟部工業局「AI
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計畫-AIGO產業
出題X人才解題競賽」 

TBSA創新企劃競賽 第三名

創新創業基地教師團所輔導的「健康金
嘉讚」團隊榮獲 臺灣及友邦產品創意行
銷暨創業競賽 學生行銷組佳作。

團隊成員來自不同科系：勞工系徐莉舒
、企管系蔡宜君、成教系連翊偉、成教
系李紀柔、嘉大財金系呂珮嘉。

健康金嘉讚

美億科技

好嘉在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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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邀請到高科大創新創業中心魏裕珍
主任以及推廣組李國維組長，來與
老師們分享關於創新創業課程及團
隊的輔導經驗，也將透過不同創業
模式的研討，將有助於老師們在未
來時可以提供相關協助來輔導創業
團隊。

07/22

課程教學與團隊輔導經驗
分享講座

「香草騎士」巧克力工坊創辦人味正
琳先生，秉持著對甜點的高品質追
求，決心自己培育這尊貴的香料，
並致力於推廣台灣品種，希望能回
饋在地。透過這次的機會分享他是
如何從無到有打造香草王國，聽完
這次的演說，說不定你也能成為下
一個「香草騎士」！

甜點界的皇后 —「香莢蘭」
的種植與文化

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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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其實「創業」不用離鄉背井，在最熟悉
的故鄉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寶藏!
這次邀請到 中正大學行銷所畢業的學
長─玩皮創業家陳定庵老師來和我們
分享，如何從「眞原皮」出發，找到市
場定位與品牌價値，返鄉為自己創造
新的就業機會。

08/18

玩皮創業家的返鄉之路：品
牌建立X策略行銷

從文化觀光旅遊、品牌優化服務到跨
產業連結，《嘉義異鄉人》創辦人孫育
晴老師，透過異鄉人的眼睛，帶著我
們認識嘉義的創業故事。
在疫情時代，異鄉人和在地店家合作
創立《嘉義女流會社》臉書社群，善用
線上直播，讓民眾宅在家也能遊嘉義
，並在品牌中注入公益理念，與有著
相似理念的店家齊聚一堂，合作推出
「防疫包」，創造疫情下的新商機。

異起回嘉─被嘉義滋養的創
業故事

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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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

08/27

打造你的新創商業模式──「
一張圖，秒懂你的專案」

In this online meeting, several prominent SMEs in Taiwan, representatives 
from Rennes College in France, as well as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CCU will 
meet online to discuss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which is aimed at pro-
moting innovative products from Taiwan and France for both European and 
Asia markets. Through this meeting, future internship opportunities will be 
discussed and created to benefit students from both 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 and CCU Taiwan.

中小企業與法國雷恩
商學院合作開發歐洲
市場線上媒合會議

09/17

邀請 泰瑞哥的創業百科 Terry 張祐禎
先生來做線上演講。這堂課除了讓同
學練習打破框架思考、講你的點子化
作現實外，還帶領同學打造屬於自己
的商業模式及產品流程圖，讓提案變
的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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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串聯雲嘉南中小企業、
法國雷恩商學院師生代表以及中正大學師生，透過線上展示
創新創業產品與討論促進三邊互動與合作機會，並為雲嘉南
中小企業拓展歐洲市場、增加國際合作機會。



0712 0723

07280727

0731

業師輔導會 7月

藥蠅  X  美億  /  Lydia  X  餘  

9

竹談科技  X  捲毛鬍子  /  捲毛鬍子  X  原漾 

藥蠅FITI  入選輔導會議



0802 0805

08300824 0831

0903 0915

業師輔導會 8月、9月

小桌末  X  TERRY  /  美日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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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談科技  X  捲毛鬍子  /  綠照顧  X  TERRY  /  食凡  X  TERRY  

純情浪甜食  /  食凡  X  樂檸漢堡    



申請表單連結

活動宣傳
創新創業
123計畫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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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辦法

        以年度為單位，同學取得創新創業基地所發行之「創新創業護照」，並完成三類活動，
共六項任務，即可獲得創新創業基地所頒發之金色證書，並有機會獲得額外獎勵。

    活動任務包括：

     1 門「四創學程」 課程或組隊參加「企業出題我來解題」活動。
     2 次校內或校外創新創業相關競賽 。
     3 場創新創業基地講座。

申請認證流程

  第一步：蒐集相關證明

1. 四創學程：以學期成績單做為證明依據。
2. 企業出題我來解題：請保留組隊證明文件。
3. 校內或校外競賽：保留參加證明或是得獎資訊。
4. 創新創業基地講座：於活動報到處或在活動結束後，兩周內攜帶護照到基地蓋認證章 。

  第二步：申請認證

1. 線上辦理：
請上網塡寫申請表單並上傳證明檔案。

2. 親自辦理：
攜帶證明文件，親自到創新創業基地申請辦理。

  第三步：攜照蓋章

        經基地審查委員審查通過後，將以Email方式通知合格申請者攜帶護照至基地蓋認證章。

1. 「創意創新創造創業學分學程」，須取得80分以上成績。
2. 參與競賽的認列最終由創新創業基地核定。
3. 於活動結束二週內，可依活動當日簽到記錄辦理補章；若無簽到記錄 ，恕不辦理。
4. 服務時間為平日09:00 ‒ 17:00。



活動宣傳
創新創業
微課程宣傳

12

附件連結：https://reurl.cc/1YEQkW

活動辦法

       本微學程在於培養學生開創新事業的熱情與興趣，透過實際參與微課程之活動來幫助
學生能夠成功地發展創新創業構想。

        參與活動時須先列印附件中的「創新創業微課程活動紀錄表」，請活動負責教師簽章，
完成紀錄表塡寫後於學期末將累積15小時之紀錄表交至創新創業基地審查、認證！

        歡迎下載附件中的「創新創業微課程紀錄表」，只要在學期內參與至少15小時之活動、
演講或工作坊就可以獲得一學分，敬邀各位同學踴躍選修！

相關規定:

1.選修本微課程之學生，必須於本學期內參與至少15小時之活動、演講或工作坊。

2.學生須於參與活動時，將創新創業微課程活動紀錄表交給負責教師簽名，並塡寫該活動
之基本資料，並撰寫150字以內之活動心得並附上一張活動照片。

3.請於學期末將累積15小時之創新創業微課程活動紀錄表送交創新創業基地，以利後續微
課程學分審查與認證。

歡迎各位同學選修新開設
(110-1)之【創新創業微課程】



創業地圖

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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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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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 宜蘭縣

花蓮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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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臺東縣

彰化縣

金門縣

澎湖縣

TTMaker臺東原創基地

宜蘭靑年交流中心
宜蘭園區靑創基地(蘭靑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產學營運總中心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創新育成中心

新北社企電商基地
新北創力坊(innosquare)
林口新創園(Startup Terrace)
物聯網創客基地

台灣維百有限公司(HJA國際創育聯合加速器)
FashionBlock Taipei台北時尙新創中心
松菸創作者工廠
t.Hub內科創新育成基地
臺北創新實驗室
Digi Space共創空間(Digiblock Taipei A棟)

Audi創速中心
永樂時尙實驗基地(T FASHION)
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西門紅樓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中心
行政院新創基地
金融科技創新園區

興光堡壘-桃園靑年創藝聚落
新明靑創基地
安東靑創基地

桃園靑創指揮部
桃園市虎頭山創新園區

勝利星村創意生活園區
I/o studio屏東縣靑創聚落

行政院新創基地南部辦公室
集盒(Kubic)
KO-IN 智高點
創客小棧
駁二共創基地

南科AI-Robot自造基地
C-Hub 成大創意基地
贏地創新育成基地
南部科學園區台南園區創業工坊
南方創客基地

嘉義市KY三27文靑基地

嘉義縣新創基地

和興靑創基地

竹科靑創基地(竹靑庭)
衣啟飛翔創客基地
東門靑年基地

行政院新創基地中部辦公室
臺中社會創新實驗基地
中科智慧機器人自造基地
摘星靑年、築夢臺中創業基地
TCN創客基地

金門三創服務平台 - 後浦給問樓

澎湖縣創客基地

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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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申請辦法

輔導特色

☆雙導師指導 ☆團隊競賽獎勵
☆專業諮詢服務 ☆創業資源媒合

申請對象

☆本校學生及校友。
☆校內具有創業潛質及具有可商品化之技術、提案或專利

之個人或團隊。

申請流程

申請人備齊申請表、計畫書及輔導需求表，提出申請。(申
請表、計畫書範本需求表，可掃描QR Code，至創基官網
點選「各類資源→準備階段」，並下滑至「相關檔案下載」)

聯絡我們

地址 |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一段168號(大學宿舍EB1)
E-mail | startup@ccu.edu.tw
校內分機 | 05-2720411#16906
專線電話 | 05-272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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